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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題庫 

1.(   ) 16～17 世紀發現大量科學新知，被稱為「科學革命」。下列哪些因素促進了科學革命的發生？ 

    甲、「神權至上」的觀念；乙、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 

    丙、印刷術的傳入與運用；丁、科學研究方法的提倡； 

    戊、科學研究機構的成立；己、尋獲古希臘 羅馬典籍 

    (Ａ)甲乙丙丁 (Ｂ)甲乙戊己 (Ｃ)乙丙丁戊 (Ｄ)乙丁戊己。 

2. (   ) 1 月 26 日是澳洲的國慶日，為首批英國人移居澳洲的日子。近年來，澳洲的國慶日往往出現抗議的集會遊行，希望

更改國慶日的日期。請問：此抗議聲浪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不認同下列何事？ (Ａ)澳洲自英國獨立 (Ｂ)澳洲原住

民起事 (Ｃ)澳洲開發金礦吸引投資 (Ｄ)將殖民起始日訂為國慶日。 

3.(   ) 歷史學者曾有以下評論：「事實上，16 世紀仍是一個神啟的世紀，一個誠心信奉基督的世紀。大多數近代世界的開創

者都滿懷著宗教熱忱。但是，承認每個基督教徒都有自由解釋《聖經》的權利，就等於確定了一項可能直接威脅《聖

經》本身的反教會原則。」請問：上文中否定教宗的權威，認為「每個基督教徒都有自由解釋《聖經》的權利」應是

下列何人？ (Ａ)亨利八世 (Ｂ)喀爾文 (Ｃ)馬丁路德 (Ｄ)羅耀拉。 

4.(   ) 傑儒正在看一部冒險電影，背景設定在西元 8 世紀間繁榮的某帝國首都，街道上遍布商人從各國帶來的貨品，可知

其工商業發達。此帝國剛打敗了東方強國，而主角即將被派去中亞的城市學習造紙的技術。請問：這部電影的背景最

可能是設定在下列哪一座城市？ (Ａ)長安 (Ｂ)羅馬 (Ｃ)威尼斯 (Ｄ)巴格達。 

5.(   ) 附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曾在印度使用的徽章，外圈是公司的英文名稱，內圈則是波斯文。請問：此一物品最能夠呈

現下列哪一個時代背景？ 

 

(Ａ) 16 世紀末期，英國開始從事海外擴張，爭奪殖民地 (Ｂ) 17 世紀初期，英國女王授權成立英國東印度公司 (Ｃ) 18 世

紀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蒙兀兒帝國產生威脅 (Ｄ) 19 世紀中期，英國派任總督，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 

6.(   ) 從 16 世紀哥白尼的「地球繞日說」，到 17 世紀伽利略主張「太陽中心說」、牛頓發表「萬有引力定律」，這些學說的

提出，在歷史上最可能具有下列何種意義？〔改寫自 104 年會考〕 (Ａ)信仰應以聖經為依據，否定教會的權威 (Ｂ)

恢復古典學術研究，重視人的尊嚴價值 (Ｃ)強調信仰堅定，神創造的世界沒有缺陷 (Ｄ)試圖用理性態度，了解宇

宙的自然法則。 

7.(   ) 小安在圖書館發現一張紙條，內容如下：「這時期的知識分子相信自己正處於古典文明再生的時代，他們的生活重心

不再只有上帝，他們逐漸關注世俗生活，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並透過各種作品展現。」請問：這張紙條的內容

應是從下列哪本書中抄下的？ (Ａ)文藝復興的巨匠 (Ｂ)宗教革命的領袖 (Ｃ)伊斯蘭藝術革新 (Ｄ)羅馬公教的

改革。 

8.(   ) 敏俊參加「歷史我當家」的節目，附圖為節目中關於歐洲「科學革命」時代的重要人物介紹。請問：圖中的主角是

下列何人？ 

 



(Ａ)哥白尼 (Ｂ)牛頓 (Ｃ)培根 (Ｄ)笛卡兒。 

9.(   ) 附圖是阿盧為了歷史課報告所做的圖。根據圖中所列的章節名稱判斷，阿盧報告的主題應該為何？ 

 

(Ａ)溫和改革的統治者 (Ｂ)航行世界的冒險家 (Ｃ)名留青史的文學家 (Ｄ)改變世界的宗教家。 

10.(   ) 下列為老師介紹的法典部分內容，由此法典的內容判斷，何者敘述正確？(甲)由條文可見當時有階級概念(乙)強調

「以牙還牙」的報復原則(丙)為波斯國王漢摩拉比下令編訂(丁)法典的原文應是由象形文字寫成 

196 條：如果一個人傷了貴族的眼睛，還

傷其眼。 

197 條：如果一個人折了貴族的手足，還

折其手足。 

203 條：如果貴族階層的人打了貴族出身

的人，須罰銀一明納。 

205 條：如果任何人的奴隸打了自由民出

身的人，處割耳之刑。 

11.(   ) 馨潔參觀奇美博物館舉辦的《甦醒的讚嘆》展覽，附圖是馨潔特別感興趣的展覽品。請問：根據馨潔有興趣的展覽

品判斷，此展覽副標題最可能為何？ 

 

(Ａ)中世紀的基督教畫作 (Ｂ)拜占庭的藝術之美 (Ｃ)羅馬時代的稀世珍寶 (Ｄ)文藝復興運動的不朽藝術。 

12.(   ) 圖(一)及圖(二)乃印度人奉君主之命，在國內各地興建寺廟，弘揚佛法，並豎立石柱以宣揚其治國原則。請問：這

應是下列哪一位君主在位時的盛況？ 

 
 

圖(一) 圖(二)  

(Ａ)拉美西斯二世 (Ｂ)漢摩拉比 (Ｃ)阿育王 (Ｄ)釋迦牟尼。 

13.(   ) 柏拉圖認為城邦的理想公民人數是 5 千人左右，亞里斯多德也認為城邦內的男性公民不宜太多，避免立法或政治活

動本身花費太多時間，這反映當時雅典政治制度中的何種特色？ (Ａ)王政制度 (Ｂ)貴族合議制 (Ｃ)直接式民主 

(Ｄ)獨裁統治。 

14.(   ) 雅典城邦是希臘古典文明的重要代表城邦。請問：下列有關雅典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實施軍事統治 (Ｂ)最重

視農業發展 (Ｃ)鼓勵公民參與政治 (Ｄ)所有人都能參與議決。 

15.(   ) 啟蒙運動時期，曾提出「人類天生具有不被侵犯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等權，如果君主侵犯了這些權利，人們可起而

反抗。」請問：這是何人的主張？ (Ａ)洛克 (Ｂ)盧梭 (Ｃ)伏爾泰 (Ｄ)孟德斯鳩。 

16.(   )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阿拉丁神燈等耳熟能詳的故事都是出自經典文學名著天方夜譚，這本書常以下列哪個城市的

繁榮與發展為背景？ (Ａ)羅馬 (Ｂ)巴格達 (Ｃ)耶路撒冷 (Ｄ)君士坦丁堡。 

17.(   ) 理化老師在進行「溫度與溫度計」教學時，提到發明溫度計的是義大利的一名科學家，他還使用自己改良的望遠鏡，

證實先前的「地繞日動」學說。請問：此學者為何人？ (Ａ)哥白尼 (Ｂ)伽利略 (Ｃ)培根 (Ｄ)牛頓。 

18.(   ) 義大利能夠在 14 世紀發展出文藝復興運動的原因，包含下列哪些因素？ 甲、位居東西貿易文化交流的要衝；乙、

古典翻譯典籍的傳入；丙、農村居民支持；丁、發展印刷術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丁 (Ｃ)甲丙丁 (Ｄ)乙丙丁。 



19.(   ) 陳老師搭飛機前往非洲，飛經尼羅河上空時，看到好幾座金字塔。請問：金字塔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Ａ)國王的

宮殿 (Ｂ)人民的穀倉 (Ｃ)尼羅河神的神殿 (Ｄ)法老的陵墓。 

20.(   ) 古代各民族的政治體制，因為不同的歷史背景，可能產生共和、王政、獨裁、帝國等不同的政治型態。請問：古羅

馬政權的主要演變為何？ (Ａ)由王政而獨裁再共和 (Ｂ)由帝國而王政再共和 (Ｃ)由王政而共和再帝國 (Ｄ)由

獨裁而王政再共和。 

21.(   ) 關於澳洲澳大利亞日一直有兩派意見如下。請問：乙方是下列哪一個國家？ 

甲方：我認為 1 月 26 日應該要訂為侵略日，從 1788 年 1 月 26 日升起國旗那一刻，我們就遭受到不平等對待，飽受傳染

病威脅，喪失自己的土地和文化。 

乙方：1 月 26 日是澳大利亞日，在 1788 年 1 月 26 日，艦隊首次抵達雪梨，升起國旗，澳洲成為我國殖民地，我們在這

片富饒的土地上開墾、挖掘金礦、放牧綿羊獲得利益。 

(Ａ)西班牙 (Ｂ)葡萄牙 (Ｃ)英國 (Ｄ)荷蘭。 

22.(   ) 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天主教受到新教的衝擊，本身也進行了改革。請問：天主教成立什麼組織，對明末清初的東

西方文化交流有所貢獻？ (Ａ)長老教會 (Ｂ)喀爾文教派 (Ｃ)英國國教派 (Ｄ)耶穌會。 

23.(   )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條條大路通羅馬」，這些諺語表現了古羅馬哪方面的文化特質？ (Ａ)追求藝術美感 (Ｂ)

重視人神關係 (Ｃ)重視法律，編寫法典 (Ｄ)善於公共工程的建設。 

24.(   ) 亞歷山大在其轄地之內以政治及軍事的力量推行希臘文化，使得此後地中海東岸一帶呈現了何種風格？ (Ａ)希臘

城邦高高在上，地位凌駕其他各邦之上 (Ｂ)種族制度趨於嚴密，加深民族之間的對立 (Ｃ)各文明之間首次出現共

同的文化基礎與文字 (Ｄ)各地區競相學習希臘人的城邦政治型態，不再出現領土跨洲的帝國。 

歷史科題庫答案 

1~5 CDCDC  6~10DABDA  11~15DCCCA  16~20 BBBDC  21~24 CDDC 

地理科題庫題 

1.(   ) 「該國的農場面積廣大，利用機械化的生產方式、專業化的生產過程，讓這些農場主人收入豐富，成為世界重要的

農業輸出國。」請根據上文敘述判斷，該國應該為下列何者？ (Ａ)日本 (Ｂ)臺灣 (Ｃ)中國 (Ｄ)美國。 

2.(   ) 美洲的面積相當廣大，可以下列何項因素來區分，分成北美洲和中南美洲？ (Ａ)文化特色 (Ｂ)氣候類型 (Ｃ)

產業活動 (Ｄ)地形種類。 

3.(   ) 附圖為歐洲境內某條重要的交通路線示意圖，請依據圖中資料判斷，這條交通路線必須興建隧道以穿越哪一個海域？ 

 

(Ａ)英吉利海峽 (Ｂ)直布羅陀海峽 (Ｃ)北海 (Ｄ)大西洋。 

4.(   ) 漠南非洲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使當地的許多資源更顯不足。請問：造成該地區生態破壞的主要原因為下列

何者？ (Ａ)氣候環境變遷 (Ｂ)水壩攔截河川 (Ｃ)土地過度利用 (Ｄ)工業汙染嚴重。 

5.(   ) 臺灣電子大廠鴻海在 2000 年即前往捷克投資生產，更在 2002 年完成新廠房的擴建，成為歐洲市場的蘋果電腦生產

基地。請問：鴻海公司前往捷克設廠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勞資便宜、關稅優惠 (Ｂ)研發重鎮、技術進步 (Ｃ)

氣候優良、位置適中 (Ｄ)技術進步、資金充足。 

6.(   ) 漠南非洲對外的海運交通較為不便，因此普遍開發較晚。請問：這種情況和該地區的何種海岸線特色關係最大？ (Ａ)

西側緊鄰大西洋，波浪洶湧 (Ｂ)海岸線長，港口過於分散 (Ｃ)海岸陡峭平直，缺少天然港灣 (Ｄ)地塊古老，沿

岸沙灘水淺。 

7.(   ) 北歐的緯度高，其 1 月月均溫分布如附圖所示，影響該地區氣溫分布的主要因素為下列何者？ 



 

(Ａ)西風 (Ｂ)地形 (Ｃ)暖流 (Ｄ)緯度。 

8.(   ) 美國聯合航空一架國際航班在舊金山起飛後發現機械故障，但由於機上的燃料消耗少，導致著陸重量過大，可能會

造成迫降時的危機，因此機師只好在鄰近的海洋上空不斷打圈，直到達安全降落的重量，才再返回舊金山降落維修。

請問：上文中的海洋應為下列哪一海域？ (Ａ)哈德孫灣 (Ｂ)墨西哥灣 (Ｃ)太平洋 (Ｄ)大西洋。 

9.(   ) 英國的汽車相關產業勞工高達 82 萬人，對英國經濟貢獻良多。目前有跨國企業揚言將取消英國的汽車生產基地，是

因英國退出歐盟後將會失去下列何項優勢？ (Ａ)不再使用歐元為英國貨幣 (Ｂ)與歐盟成員國貿易不再免關稅 

(Ｃ)歐盟總部將由英國倫敦移往他處 (Ｄ)英國工業產品規格會與歐陸不同。 

10.(   )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 2013 年逝世後，聯合國將他的生日 7 月 8 日訂為「曼德拉紀念日」，以表彰他為和平及自由所

作出的貢獻。請問：曼德拉對南非最偉大的意義為何？ (Ａ)促成亞斯文高壩的建立 (Ｂ)結束白人執政的局面 (Ｃ)

增加國內所得 (Ｄ)重繪國界疆域。 

11.(   ) 2016 巴西里約奧運舉辦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齊聚一堂，如何溝通便成了大問題，其中下列哪一參賽國家的語

言與巴西主要語言相同，而較無溝通問題？ (Ａ)西班牙 (Ｂ)印度 (Ｃ)葡萄牙 (Ｄ)法國。 

12.(   ) 俄羅斯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但是人口卻僅 1.4 億人，遠低於中、美等國。下列為該國主要人口分布概況的點圖，

其中何者最為正確？ (Ａ)  (Ｂ)  (Ｃ) 

 (Ｄ)  

13.(   ) 羅傑斯（Rogers）為世界著名的探險家，第一次橫渡西伯利亞的日誌記載：「橫渡高大的山脈後，來到溝谷縱橫的高

原地區，最後到了終點，沼澤遍布的平原窪地，讓陪著我們一路走來的吉普車陷入困境。」請根據上文判斷，其前進

方向為何？ (Ａ)由南向北前進 (Ｂ)由西向東前進 (Ｃ)由北向南前進 (Ｄ)由東向西前進。 

14.(   ) 南美洲肆虐的「茲卡病毒」主要於溼熱地區蔓延，日前竟在溫帶的荷蘭爆出 10 例確診案。根據荷蘭衛生當局調查報

告，這 10 個確診案例都曾經到中南美洲度假，返國後才出現身體不適相關症狀。請問：荷蘭確診案例者前往旅遊的地

點最可能位於附圖中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5.(   ) 國內生產毛額（GDP）是指在一定時間內一個區域的經濟活動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市場價值。附圖是根據國內生產



毛額來決定國家大小，區域面積愈大代表國內生產毛額愈高。此圖可以判讀出哪個現象？ 

 

▲世界各國國內生產毛額變形地圖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World Bank，2005 年） 

(Ａ)人口數量多寡 (Ｂ)國家面積大小 (Ｃ)人均收入多寡 (Ｄ)經濟發展程度高低。 

16.(   ) 世界著名的坎城影展就在法國南端的蔚藍海岸舉辦，來自世界各地知名影星到此參展，成為當地的年度盛事。附圖

照片為當地美麗的景色，請問：圖中的海洋為下列何者？ 

 

(Ａ)大西洋 (Ｂ)北海 (Ｃ)黑海 (Ｄ)地中海。 

17.(   ) 漠南非洲的發展過程中，人口問題對當地的經濟影響相當明顯。下列有關目前漠南非洲的人口現象，何者敘述最為

正確？ (Ａ)社會增加率最高 (Ｂ)人口數最多 (Ｃ)死亡率最低 (Ｄ)自然增加率最高。 

18.(   ) 美國某公司看中歐盟市場發展的潛力，預計到波蘭去設廠，相關產品以銷售歐洲國家為主。請問：若根據其投資設

廠位置判斷，則其生產的主要商品應該為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19.(   ) 臺灣的漠南非洲志工隊學生將前往漠南非洲熱帶雨林的剛果服務，獲取人生中相當難得的經驗。請問：這些學生在

當地最可能遇見的天氣狀況為何？ (Ａ)炎熱乾燥 (Ｂ)狂風暴雨 (Ｃ)涼爽乾燥 (Ｄ)高溫多雨。 

20.(   ) 美國中部大平原的氣候變化劇烈，北部五大湖區冬季常有寒流帶來暴風雪，中南部則在春、夏之交經常有龍捲風肆

虐，南部夏季則易受颶風侵襲。上述氣候特色和哪一項自然地理特徵關係最為密切？ (Ａ)位於中緯度溫帶地區 (Ｂ)

終年受西風吹拂 (Ｃ)主要山脈呈南北向偏西分布 (Ｄ)位於大西洋及太平洋之間。 

21.(   ) 英國艦艇由該國沿海的港口──普利茅斯出發，開啟了環遊世界的旅程，若根據附圖中資料判斷，該艦前往南美洲

時須經過哪一個海洋？ 

 

(Ａ)地中海 (Ｂ)大西洋 (Ｃ)太平洋 (Ｄ)印度洋。 

22.(   ) 王博士參加了俄羅斯北部廣大的西伯利亞開發計畫，從莫斯科出發，一路搭乘西伯利亞鐵路向東前進，直到太平洋

岸的海參崴港。請問：他在沿途中所見到的地形種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3.(   )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同族群透過彼此的交流與溝通，創造了多元的文化特色。附圖為非洲族群分布圖，請根據

圖中資料判斷，在非洲區隔阿拉伯人及黑人的地形分界為下列何者？ 

 

(Ａ)蘇伊士運河 (Ｂ)撒哈拉沙漠 (Ｃ)東非大裂谷 (Ｄ)剛果盆地。 

24.(   ) 「多元的合成文化是該洲的區域特色之一。由於奴隸貿易和歐洲殖民的背景，當地居民多出現通婚現象，因此形成

血統融合的混血族群。非洲的舞蹈、印第安的服裝、歐洲人的宗教信仰在此融合，成為當地的文化特色。」請問：上

文所述地區應該為下列何者？ (Ａ)北美洲 (Ｂ)亞洲 (Ｃ)南美洲 (Ｄ)大洋洲。 

25.(   ) 王先生來到俄羅斯的聖彼得堡，該都市被稱為俄羅斯「面向西方的窗口」，且由於歷史悠久，許多建築物亦被列入世

界遺址，充滿文化意義的古蹟遍布各地。附圖即為該都市的地理位置，依圖中資料判斷，其濱臨的海洋為下列何者？ 

 
(Ａ)地中海 (Ｂ)波羅的海 (Ｃ)黑海 (Ｄ)大西洋。 

26.(   ) 附圖為茲卡病毒警戒圖，以圖中茲卡病毒警戒區判斷，其分布的氣候環境包括下列哪一氣候？ 

 

(Ａ)  (Ｂ)  (Ｃ)  (Ｄ)  



27.(   ) 八月最後一個星期三為西班牙當地著名的番茄節，當天許多遊客皆會前往瓦倫西亞，參加這個相當特殊的慶典。請

問：在當地番茄的生產過程中，以下哪一措施最為重要？ (Ａ)興建灌溉水道 (Ｂ)坡地興建梯田 (Ｃ)溫室栽培催

熟 (Ｄ)土壤大量施肥。 

28.(   ) 漠南非洲國家仍延續殖民時期的經濟型態，以礦產與熱帶栽培作物為主要輸出品，此種經營方式容易面臨下列哪項

經濟問題？ (Ａ)糧食生產供給過剩 (Ｂ)國內勞工供應短缺 (Ｃ)易受國際市場價格影響 (Ｄ)國內動亂使資金不

敢投入。 

 

地理科題庫答案 

1~5 DAACA  6~10 CCCBB  11~15 CADAD  16~20 DDBDC  21~25 BCBCB   26~28 DAC 

1.(   ) 附圖中該店家的做法已經違反下列哪一部法律？ 

 

(Ａ)《社會秩序維護法》 (Ｂ)《勞動基準法》 (Ｃ)《公平交易法》 (Ｄ)《刑法》。 

2.(   ) 為了解失業對個人和家庭造成的影響，書婷打算對失業者進行訪談，下列何人應是她訪談的對象？ (Ａ) 

 (Ｂ)  (Ｃ)  (Ｄ)  

3.(   ) 小蜜下載一款模擬挖礦工人的遊戲，遊戲中小蜜要扮演一名老礦工，個人進行挖掘鑽石珠寶任務，但過程中有許多

陷阱，還有各種地形，所以小蜜須動動腦才能順利完成任務。請問：這款遊戲的玩家必須針對各式陷阱與地形的搭配，

決定繼續挖掘或是停止。若是從經濟學理論考量，小蜜在操作時必須審慎考慮下列何者？ (Ａ)只考慮實際支付的代

價 (Ｂ)不考慮隱藏在選擇後所放棄的代價 (Ｃ)決策時的機會成本 (Ｄ)資源的數量多寡。 

4.(   ) 貨幣具備多種功能，附圖中的對話提及貨幣的哪兩種功能？ 

 

(Ａ)交易媒介、價值衡量 (Ｂ)價值衡量、債務清償 (Ｃ)交易媒介、價值儲藏 (Ｄ)價值儲藏、債務清償。 

5.(   ) 彩珪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依照附圖內容判斷，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彩珪購買新檯燈的地點是在有形市場 (Ｂ)彩珪交給老闆的工作成果屬於有形財貨 (Ｃ)彩珪的三餐是自己於市場進行

交易購得 (Ｄ)彩珪的檢查報告是透過無形勞務取得。 

6.(   ) 現代人出門購物，常常使用各種支付工具進行交易。庭恩為增加對於新型態支付工具的認識，閱讀雜誌中的相關報

導，如附圖。請問：下列庭恩對於行動支付的解讀，何者正確？ 



 

(Ａ)使用信用卡消費即為行動支付 (Ｂ)行動支付使交易更加便利 (Ｃ)行動支付具備完整的貨幣功能 (Ｄ)用手機消費才

屬行動支付。 

7.(   ) 因為資源稀少，人們必須面臨種種的選擇，這是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附圖的遊戲場內有四名兒童，若他們想一起使

用相同的遊戲設備，何者會出現資源稀少的問題？〔98.第一次基測〕 

 

(Ａ)鞦韆 (Ｂ)碰碰車 (Ｃ)蹺蹺板 (Ｄ)搖搖馬。 

8.(   ) 附圖為某衛生紙包裝上的部分產品介紹，根據此圖，該衛生紙製造商盡到了哪一項社會責任？ 

 

(Ａ)重視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Ｂ)提供完整且正確的產品資訊 (Ｃ)提供消費者完整的服務訊息 (Ｄ)製造高品

質的產品。 

9.(   ) 西元 2004 年時，新加坡成立一間以低票價為訴求的航空公司，但其服務內容少了空姐送餐點、飲料，如果顧客有餐

飲需求，只能在機上訂餐盒。由於票價低廉，所以短程的飛行常常客滿。上述這種價格與數量的關係，可用下列哪一

圖形來表示？ (Ａ)  (Ｂ)  (Ｃ)  (Ｄ)  

10.(   ) 綵博以水為例來說明「自由財」和「經濟財」的區別，如附圖所示，下列哪一項說明最正確？ 

 

(Ａ)甲和乙圖中的水為經濟財，因為數量充足 (Ｂ)甲和丙圖中的水為自由財，因為數量有限 (Ｃ)乙和丙圖中的水為經濟

財，因為具有稀少性 (Ｄ)乙和丙圖中的水為自由財，因為需要付出代價才能獲得。 

11.(   ) 小龍發現看的報紙標題缺了一角，只能看出「無現金社會不遠！○○○○比例逐年增，嗶經濟成市場主流」。請問：

○○○○最可能為下列何項內容以及判斷理由？ (Ａ)紙鈔支付，因為增加現金使用 (Ｂ)行動支付，因為增加現金

使用 (Ｃ)行動支付，因為減少現金使用 (Ｄ)錢幣支付，因為減少現金使用。 

12.(   ) 俊萱對人類社會生產模式的演變感到興趣，她整理出一些從原始社會自給自足，轉為現今交易型態所產生的變化如

附表，表中敘述何者正確？ 

甲 生活型態日趨簡單 



乙 群居生活缺乏穩定性 

丙 對生活品質的要求降低 

丁 個人日常所需物品變多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3.(   ) 姝涵在一場研討會中聽到主講人做出以下發言：「面對附表中所呈現的人口問題，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誘因讓有生育

能力的家庭……」，發言中提到的誘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年分 

（西元）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總生育率 

（人） 
1.18 1.17 1.13 1.06 1.05 

(Ａ)增加托育補助 (Ｂ)取消生育津貼 (Ｃ)推廣節育政策 (Ｄ)減少產假天數。 

14.(   ) 雪炫陪媽媽至超市買菜時，發現青菜上標示了產銷履歷，透過網路搜尋後得知產銷履歷包含了標章、品名、追溯碼、

資訊公開方式、驗證機構名稱等資訊。由上述內容可知，產銷履歷是幫助消費者獲得下列何者？ (Ａ)合理的價格 (Ｂ)

良好的服務 (Ｃ)優質的勞動成果 (Ｄ)免費的贈品。 

15.(   ) 好友 Anna 的生日即將到來，Peter 於網路商店訂製了馬克杯準備作為禮物，如附圖。請問：若 Peter 收到商品後不滿

意，他可以怎麼做？ 

 

(Ａ)在猶豫期內向商家要求退貨 (Ｂ)在實體店面購買故無猶豫期 (Ｃ)此商品易腐敗，故不在猶豫期的保障內 (Ｄ)屬於客

製化商品，無法退換貨。 

16.(   ) 凱吉正在閱讀財經雜誌一篇關於鄰國的報導，如附圖所示。請問：該報導的主題應與下列何者相關？ 

 
(Ａ)匯率變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Ｂ)出口貿易有利於賺取外匯 (Ｃ)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 (Ｄ)如何避免匯率變動。 

17.(   ) 某公司員工發現，公司加班費未依法律規定給付，甚至規定遲到 1 分鐘就扣 100 元。儘管老闆出面澄清，加班費都

有照規定給付，而會對員工遲到行為作出懲處，是因為其出勤狀況不佳。不過，勞工局表示，遲到罰錢按薪資比例計

算，否則既屬違法。勞工局所說的法律是哪部法律？ (Ａ)憲法 (Ｂ)民法 (Ｃ)勞動基準法 (Ｄ)性別工作平等法。 

18.(   ) 阿利安人以種姓制度統治印度，他們相信，每一階級只要履行在世的義務，下輩子將輪迴到較高的等級。請問：古

印度社會接受種姓制度的「誘因」為何？ (Ａ)正向誘因：貴族若為惡將會淪為奴隸 (Ｂ)正向誘因：奴隸可經由考

試升為貴族 (Ｃ)負向誘因：祭司若未履行義務，會落到低等階級 (Ｄ)負向誘因：平民若履行義務，可以升至高等

階級。（二下地理 4-2、歷史 1-3、公民 2-1） 

19.(   ) 劉小姐手上有一筆資金，如果存在銀行，每個月可以拿到利息 1,000 元，如果拿去做生意有可能賺到 3,000 元，但做

生意存在風險，並非穩賺不賠，因此她正在為這兩種選擇做評估。請問：劉小姐的考量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Ａ)受

益原則 (Ｂ)外部成本 (Ｃ)機會成本 (Ｄ)負擔能力原則。 

20.(   ) 新臺幣是以紙鈔、硬幣為形式，在臺灣大家願意使用「新臺幣」交換所需物資，其主要的原因為何？ (Ａ)政府以

法令強制其具有價值 (Ｂ)新臺幣的材料本身就具有價值 (Ｃ)貨幣數量供不應求較具價值 (Ｄ)新臺幣的印製非常

方便快速。 

21.(   ) 某家速食店在 2018 年開放使用信用卡付款，發行儲值卡（例如：點點卡），而後又陸續接受 4 大電子票證（悠遊卡、

一卡通、icash、有錢卡）與 LINE Pay 交易，使交易方式多元、便利。請問：上述未提起下列何項交易方式？ (Ａ)

塑膠貨幣 (Ｂ)行動支付 (Ｃ)電子支付 (Ｄ)商品貨幣。 

22.(   ) 附圖是政府單位召開一場記者會中問與答的紀錄，根據內容判斷，下列何項敘述較為正確？ 



 

(Ａ)政府興建社會住宅是錯誤的決策 (Ｂ)效益並非規畫預算時唯一的考量 (Ｃ)政府對國家經濟的發展較不重視 (Ｄ)大

多數國人對社會住宅存在需求。 

23.(   ) 附圖為公民課時老師上課的簡報，根據圖中的提問，哪位同學的回答正確？ 

 
(Ａ)俊宇：數量愈多，競爭愈高 (Ｂ)車瑛：數量愈低，競爭愈高 (Ｃ)仲基：數量愈多，競爭愈低 (Ｄ)麗蓁：市場競爭的

程度與店家數量無關。 

24.(   ) 幾位同學互相分享對市場經濟制度的認識，下列何人的理解最為正確？ (Ａ)小杭：買賣雙方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

選擇，使資源做最有效率的分配與使用 (Ｂ)小艾：商品價格由消費者單方決定、生產者消極配合下達成交易 (Ｃ)

小琛：為顧及弱勢群體權益、促進社會正義，政府限制市場上商品價格調漲 (Ｄ)小嫚：總體來說，無論商品價格提

高或降低，對消費者的消費意願並無影響。 

25.(   ) 譽恩找工作時看到附圖的資訊決定前往應徵。根據圖中內容判斷，譽恩最在意的工作條件為何？ 

 

(Ａ)優渥的薪資待遇 (Ｂ)完善的升遷管道 (Ｃ)良好的工作環境 (Ｄ)合理的工作時數。 

26.(   ) 根據附圖中的對話可知，兩人開店考量的是下列哪一項生產課題？ 

 

(Ａ)何地生產 (Ｂ)生產多少 (Ｃ)何時生產 (Ｄ)為誰生產。 

27.(   ) 王老闆開設的文具店位於某國中對面，因此店內銷售的商品必須迎合青少年喜歡新奇的心理，才有可能創造收益。

上述王老闆販賣的商品，主要是考量下列哪個課題而決定？ (Ａ)生產什麼 (Ｂ)如何生產 (Ｃ)為誰生產 (Ｄ)哪

裡生產。 

28.(   ) 峻昕正在遊玩一款以生產模式為主題的桌遊，遊戲的場景可以選擇原始社會或是現代社會，他必須取得與遊戲場景

配對的正確圖卡，才算得分。若他選擇的場景為原始社會，下列哪一張圖卡能幫助他得分？ (Ａ)  (Ｂ) 

 (Ｃ)  (Ｄ)  

公民科答案 

1~5 CBCCD   6~10 BDAAC  11~15 CDACD  16~20 ACCCA  21~25 DBAAB  26~28 DCA 


